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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扎实推进工作室各项教研任务，按照期初计划，工作

室市级课题《以统编教材为例：在阅读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

中期研讨安排了两节研讨课，由课题组成员周娟和黄娟老师

负责准备。周娟老师主备的《赵州桥》和黄娟老师主备的《青

蛙卖泥塘》两篇教学设计已初步完成。特殊时期通过视频交流的形式，对这两

篇教学设计进行研讨，针对在“阅读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这个主题，分别结

合《赵州桥》和《青蛙卖泥塘》文本特点和教学目标来具体探讨，该采取怎样

的教学措施，精心设计，组织教学，高效达成教学目标，同时要考虑到可操作

性和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阅读活动
案例

主持人介绍
活动主题和设想

主备人
阐述设计思路

主持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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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州桥》教学设计

枞阳镇石矶小学 周娟

教材分析

《赵州桥》这篇课文不但写明了赵州桥的位置、设计者、建造年代，更重要的是，把

赵州桥的外形特点清楚地展现在人们眼前，然后将这样设计的好处：减轻冲击力，节省石

料。接下来对其设计的美观加以具体介绍，赞扬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干。

本文结构清晰，可以分为 3个部分，第一自然段为第一部分，概述了赵州桥的地理位

置、设计者及建造年代等相关情况。第二、三自然段为第二部分，介绍了赵州桥坚固、美

观的特点，是本文的重点部分。为了说明桥的坚固，课文先介绍了桥长和桥宽，以说明这

样的桥在一千四百多年前是相当宏伟的。接着具体介绍桥的设计，强调这种设计是桥梁史

上的一大创举。最后介绍这种创新设计的好处，道出了桥坚固的原因。课文又通过具体描

写桥面两侧栏板上雕刻的龙，表现了赵州桥的美观。第四自然段为第三部分，总结了赵州

桥的历史价值。

教学目标

1.会认 11 个字，重点认识“智、慧”两个字，会写 11 个字，重点指导书写“县、设、

史”3个字。正确读写“雄伟、坚固、创举、美观、缠绕、智慧等词语。

2.有感情朗读课文，抄写第 3自然段，体会课文是怎样把赵州桥的“美观”写清楚的。

3.读懂课文内容，初步培养学生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和对中国历史遗产的热爱与

保护。

4.在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了解一句话是怎么围绕一个意思写清楚的。

教学难点：培养学生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和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热爱与保护。

教学过程

一、古诗导入

同学们，老师这里有一首古诗是关于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的，请大家读一读古诗找

一找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到底是什么？

安济桥[清]王基宏

安济石桥日月留，蟠龙踞虎汶河洲。

无楹自夺天工巧，有窍能分地景幽。

岂是长虹吞皓月，故教半魄隐清流。

不言果老多神异，况剩白驴嵌石头。

有聪明的同学已经找到了，我们今天学习的就是安济桥，也就是赵州桥。（板书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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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是怎样描述赵州桥的呢？今天我和大家一起欣赏，学习课文内容，领略赵州桥的

飒爽英姿。

二、初读课文，学习生字

1.自由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用笔画出文中带生字的词语，多读几遍。

3.展示生字，新词

词语

赵县 石拱桥 安济桥 石匠 设计 横跨 历史 前爪 智慧 创举 节省 而且

①指名学生教读，及时修正读音

②教师引导学习识记生字，辨析字形、字意

生字结构归类，识字方法（加一加：横，栏，字理识字：匠）

③范写生字“匠”。注意：区字框略长，近长方形，“斤”的起笔撇为平撇，“斤”

字的大小要与外框相协调。最后一笔是竖折。

④指名认读多音字、组词，结合具体语境理解字义、读音（爪；横）

三、理解文章大意，精读课文第一段

1.带着新认识的生字新词再次朗读课文，并思考：课文是从哪几个方面写赵州桥的？

（赵州桥的基本知识，雄伟、坚固、美观的特点，历史价值）

2.要想让别人了解赵州桥，我们替它做一张名片吧。同学们自由读第一自然段，边读

边找，帮助赵州桥制作名片。

姓名：赵州桥（又名安济桥）

年龄:一千四百多岁

出生朝代：隋朝

出生地点：河北省赵县洨河

设计者：李春

3.小组讨论——受伤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

在我国有许许多多的历史文化遗产，请同学们看一看这几张图片。（展示被刻字的长

城，圆明园遗址，残破的莫高窟等）这些都是我们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可是却被人为地

破坏。同学们，这些行为对不对？小组讨论。

这些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祖国的瑰宝，经历了岁月的沉淀，需要我们的爱护，可千万

不能刻意破坏它们，对于破坏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人，我们可以利用法律的武器来严惩这

些不爱护文物的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九条规定：危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全或

者破坏其历史风貌的建筑物、构建筑物，有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调查处理。

保护它们，不仅是我们的使命，更是我们的责任。

四、赏析研读第二段

赵州桥拥有了自己的名片，相信会有更多的人认识到它的。我们对于赵州桥的认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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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进一步，，让我们再去熟悉熟悉赵州桥吧！

全班齐读第二自然段，刚刚大家读的非常好，声音响亮，内容流畅！

1.现在，我想问问同学们，这一个自然段是围绕哪句话写的呢？那这样的句子在段落

中有什么作用呢？

（赵州桥非常雄伟。中心句，总领全段的作用）

2.我请一位同学来读一读第二自然段，其他同学认真听他的朗读，边听边思考。那第

二段中从哪些方面来表现赵州桥的雄伟呢？

（长度、宽度、建筑材料、形状（设计）特点）

①桥长五十多米，有九米多宽，中间行车马，两旁走人。——列数字，直观具体

②这么长的桥，全部用石头砌成，下面没有桥墩，只有一个拱形大桥洞，横跨在三十

七米多宽的河面上。——建筑材料，重点朗读“没有”“只有”“横跨”，增强自豪感。

让我们班的男生一起来读一读这几句话，让我们从男生的朗读中感受到赵州桥的雄伟。

③大桥洞顶上的左右两边，还各有两个拱形的小桥洞。平时，河水从大桥洞流过，发

大水的时候，河水还可以从四个小桥洞流过。——设计特点

④设计的作用：在建桥史上是一个创举，既减轻了流水对桥身的冲击力，使桥不容易

被大水冲毁，又减轻了桥身的重量，节省了石料。——创举，减轻冲击力、节省石料

现在请我们班的女生来读一读这一段话，读出赵州桥的雄伟。

3.其实，第二段不仅写出了赵州桥的雄伟，还表现出赵州桥的另一个特点：坚固。请

同学们们仔细阅读，找一找第二段中哪些语句可以看出赵州桥的坚固。

（横跨河面，独特设计。）

全班齐读，感受赵州桥的雄伟。

五、课堂小结

今天，我们为赵州桥做了名片，了解到它是雄伟坚固的，还懂得了要爱护身边的历史

文物，要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祖先留给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但是关于赵州桥，我们还有

其他的知识需要了解，下节课我们再来多认识认识赵州桥。

六、作业布置

课堂上我们只是简单的了解了我们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课下请同学们再深入地找一

找我国还有哪些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多多了解它们，争做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小卫士！

板书设计



第 5 页 共 29 页

一、说教材

1.教材分析

《赵州桥》是统编教材小学语文三年级下册第三组的一篇精读课文，课文用了短短的

几百个字，既交代了赵州桥的位置、设计者、建造年代，又介绍了赵州桥的外形特点，凸

显出赵州桥的雄伟、坚固和美观，展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干，激发学生强烈的民

族自豪感和爱国情绪。

本文虽然是说明文，但是它并不是纯客观的介绍。字里行间，作者都是带着感情来说

明的，另外本文的语言有其独到之处，用长句子说明时有的明白准确，有的全面周密，有

的细致入微。短句子则有的简练，有的生动，有的承上启下，使全文各段珠联璧合。

2.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

根据《新课标》要求、教材特点、以及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已有知识结构情况，我制定

了以下教学目标：

1.会认识 11 个字，会写 11 个字，重点指导书写“匠”字。正确读写“雄伟、坚固、

创举、美观、缠绕、智慧”等词语。

2.有感情朗读课文，抄写第三自然段，体会课文是怎样把赵州桥的美观写清楚的。

3.读懂课文内容。初步培养学生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和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热

爱与保护。

4.在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

教学重点：了解一句话是怎么围绕一个意思写清楚的。

教学难点：培养学生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和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热爱与保护。

二、说教法学法

1.教法

讲授法：运用语言方式，系统地向学生传授相关知识。

以读代教：在学习课文第二自然段时，利用朗读来加强学生对赵州桥雄伟的理解。

直观教学法：通过教学课件，激发学生学习课文的兴趣，突破教学难点。

2.学法

讨论法：针对历史文化遗产被人为破坏的现象，让学生讨论这些行为的正确与否，从

而渗透《文物保护法》。

三、说教学过程

（一）古诗导入

同学们，老师这里有一首古诗是关于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的，请大家读一读古诗找

一找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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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济桥[清]王基宏 安济石桥日月留，蟠龙踞虎汶河洲。无楹自夺天工巧，有窍能分地

景幽。岂是长虹吞皓月，故教半魄隐清流。不言果老多神异，况剩白驴嵌石头。

有聪明的同学已经找到了，我们今天学习的就是安济桥，也就是赵州桥。（板书课题）

课文是怎样描述赵州桥的呢？今天我和大家一起欣赏，学习课文内容，领略赵州桥的

飒爽英姿。

设计意图：利用王基宏所写的《安济桥》导入新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初读课文，学习生字

1.自由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用笔画出文中带生字的词语，多读几遍。

3.展示生字，新词

词语

赵县 石拱桥 安济桥 石匠 设计 横跨 历史 前爪 智慧 创举 节省 而且

①指名学生教读，及时修正读音

②教师引导学习识记生字，辨析字形、字意

生字结构归类，识字方法（加一加：横，栏，字理识字：匠）

③范写生字“匠”。注意：区字框略长，近长方形，“斤”的起笔撇为平撇，“斤”

字的大小要与外框相协调。最后一笔是竖折。

④指名认读多音字、组词，结合具体语境理解字义、读音（爪；横）

设计意图：以讲授法为主，讲解生字的记忆方法。范写“匠”，提醒学生书写这类字

的笔画顺序。

（三）理解文章大意，精读第一自然段

1.带着新认识的生字新词再次朗读课文，并思考：课文是从哪几个方面写赵州桥的？

设计意图：以读代讲，初步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

2.要想让别人了解赵州桥，我们替它做一张名片吧。同学们自由读第一自然段，边读

边找，帮助赵州桥制作名片。

设计意图：通过制作名片，让学生自主从课文中搜集主要信息，锻炼学生提取信息的

能力。

3.小组讨论——受伤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

设计意图：通过小组讨论，让学生认识到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现状。与此同时，渗透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加强学生的法律意识。引导学生热爱与保护中国历史文

化遗产。

（四）赏析研读第二自然段

赵州桥拥有了自己的名片，相信会有更多的人认识到它的。我们对于赵州桥的认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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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进一步，让我们再去熟悉熟悉赵州桥吧！

全班齐读第二自然段，刚刚大家读的非常好，声音响亮，内容流畅！

1.现在，我想问问同学们，这一个自然段是围绕哪句话写的呢？那这样的句子在段落

中有什么作用呢？

（赵州桥非常雄伟。中心句，总领全段的作用）

2.我请一位同学来读一读第二自然段，其他同学认真听他的朗读，边听边思考。那第

二段中从哪些方面来表现赵州桥的雄伟呢？

（长度、宽度、建筑材料、形状（设计）特点）

①桥长五十多米，有九米多宽，中间行车马，两旁走人。——列数字，直观具体

②这么长的桥，全部用石头砌成，下面没有桥墩，只有一个拱形大桥洞，横跨在三十

七米多宽的河面上。——建筑材料，重点朗读“没有”“只有”“横跨”，增强自豪感。

让我们班的男生一起来读一读这几句话，让我们从男生的朗读中感受到赵州桥的雄伟。

③大桥洞顶上的左右两边，还各有两个拱形的小桥洞。平时，河水从大桥洞流过，发

大水的时候，河水还可以从四个小桥洞流过。——设计特点

④设计的作用：在建桥史上是一个创举，既减轻了流水对桥身的冲击力，使桥不容易

被大水冲毁，又减轻了桥身的重量，节省了石料。——创举，减轻冲击力、节省石料

现在请我们班的女生来读一读这一段话，读出赵州桥的雄伟。

3.其实，第二段不仅写出了赵州桥的雄伟，还表现出赵州桥的另一个特点：坚固。请

同学们们仔细阅读，找一找第二段中哪些语句可以看出赵州桥的坚固。

（横跨河面，独特设计。）

全班齐读，感受赵州桥的雄伟。

设计意图：通过对雄伟这个词语展开第二自然段的学习，从而理解是如何围绕一句话

写清楚的。多种朗读方式结合，既使学生感受到赵州桥的雄伟，又培养了学生的朗读能力。

（五）课堂小结

今天，我们为赵州桥做了名片，了解到它是雄伟坚固的，还懂得了要爱护身边的历史

文物，要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祖先留给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但是关于赵州桥，我们还有

其他的知识需要了解，下节课我们再来多认识认识赵州桥。

设计意图：总结本堂课的主要内容，带领学生回顾课堂主要内容，再次加深学生的学

习印象。

四、说板书设计

设计意图：画出桥的图形，使板书更加形象，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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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教学设计的每一个环节中，都要充分考虑到这一年级的学生的理解能力与知识水

平，要站在学生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设计教学内容。比如说，本次的研讨主题《赵州桥》

用了王基宏的《安济桥》一诗来导入，就有些过于生僻，三年级的孩子怕是难以理解。只

有真正让学生理解了，才能帮助他们融入课堂，从而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2.备课时，要关注整个单元的教学要素和教学目标以及每一课课后的练习题，要真正

吃透教材，要学会寻找教材中蕴含的人文主题的点，再运用有效的教学手段，层层深入，

激发出学生内心的情感，才能带领学生们从课本外走进文章中。比如说，在带领学生理解

《赵州桥》一文的第二自然段时，除了要抓住文章中的词语来感受桥的“雄伟”之外，还

要适当补充赵州桥的历史资料，来展现它的独特之处以及在它的身上蕴含的中国人民的智

慧，从而自然地激发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3.对教学方法的选择，最好可以多一些更直观的方式，比如说展示图片、播放视频、

用身边的事物举例等，这样更容易被学生接受。

4.对课题的研究方向“在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有了新的认识：要用发散的眼光来看

“法制”，它可以是爱国、文明、规范、责任等等，不能简单将“法制”理解成“法律条

款”。

关于本次周娟老师的教学设计，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一、紧紧抓住

她的四个教学目标，在朗读中自主识字，掌握词语，指导重点字的书写；了解赵州桥的雄

伟、美观以及渗透法制教育，这几点都做到了。二、在了解赵州桥时，让学生用做名片的

方式，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兴趣，更能让学生直观地了解到赵州桥的相关信息。三、在教学

中利用图片展示让学生直观感受到受伤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并渗透了法制教育，激发了学

生的爱国热情和保护祖国历史文化遗产的意识。“在阅读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我觉得

周老师做到了，既给学生提供了阅读空间，又让学生知道了可以利用法律来保护祖国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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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遗产。

同时，我也有自己的几点想法：

一、在古诗导入时，对于三年级的学生来讲，是否比较难理解诗意，老师可以简要讲

解诗意，让学生对赵州桥有初步了解，或者换一种导入方式。

二、让学生制作名片之前可以让学生先了解一下名片怎么制作，然后自己设计，再用

语言来简单介绍一下赵州桥。

三、对于三年级的学生来讲，阅读方式的选择是不是可以思考一下，指导朗读很重要，

老师可以范读，或者针对具体问题指导学生进行朗读。

《赵州桥》是统编教材三年级下册的一篇精读课文，周娟老师的这篇教学设计由浅入

深，围饶教学目标中的重难点层层铺开，仔细研读，我发现有许多闪光点。第一大亮点就

是在语文课堂上渗透法制教育。教师先由几张“受伤的历史文化遗产”照片引发小组讨论，

有了对被破坏的历史文物图片的直观感受，自然很快就能引起学生的爱憎情感，我相信此

时课堂的讨论肯定很热烈！

接着老师还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法》的第十九条规定，这个环节值得一赞，

它让学生明白了：所有的历史文物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破坏它们就属于违法行为，要受

到法律的惩罚。在小学语文中渗透法制教育，对于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有着长远的指导意义。

这里我有个小小的建议，在这个环节教师自己或指名学生把这“第十九条规定”郑重

地带读一下，这样更有仪式感，虽是一个小仪式插曲，但可以强烈地渲染一下法制氛围，

让学生受到保护历史文物的法制教育更深刻些。我相信周老师的学生学习了本课，以后游

赏历史文物时，心里肯定都有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法律意识，不会再有前人破坏性的行为

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语文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值得我们学习。

周老师的板书设计融绘画与文字于一体，形象地展示了赵州桥的设计特点，简约大方。

我对着此板书忽然有了自己的一个想法：是否可以让老师和学生合作完成板书？让学生对

照书上的插图画一画赵州桥，然后指名（选择画得好的学生）上讲台在黑板上画，画好后

结合课文第 2 自然段的内容试着讲解一下它是怎样排水的，（结合文中语句：平时，河水

从桥洞流过，发大水时......），这样学生就能形象地感受到这种设计既能减轻大水的冲

击力又能减少材料的精妙之处，也能更深层次地领略到我国古代劳功人民的智慧与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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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再结合学生的讲解完成板书，这样的师生互动更能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增强教学效果。

我的三点建议：

1.导入的古诗太生僻。

2.第 2 自然段运用师生合作完成板书的方法学习内容。

3.补充有关赵州桥历经灾难而不倒的历史资料，体会它至今屹立东方的骄傲。

周老师的教学设计能落实本单元的语文要素，目标定位准，突出重难点，教学步骤清

晰。

值得探讨的几个地方：

1.渗透法治部分放到最后，在认识和了解的基础上谈保护更自然。

2.课堂导入的选择过于生硬，古诗导入可以，但本设计里面的这首古诗不适合三年级

学生阅读，没有很好地起到导入的作用。

3.设计名片部分，建议先有展示示例的环节，而不是任由学生创造。

周老师的第一课时教学设计首先落实了生字教学，夯实基础。教学中注重了形式的创

新，如设计赵州桥名片，让学生能快速准确地了解赵州桥的信息，同时自然贴切地渗透法

制教育，让学生懂得保护文物的重要性。第二段的学习则是抓住中心句展开教学，落实本

单元的语文要素：学习课文是怎样围绕一个意思展开来写的。整体教学有条不紊，板块清

晰。



第 11 页 共 29 页

几点思考：

1. 指导学生学习词语时，第一次就让学生“教读”是否合适，可以在指名读等多种形

式认读以后，让学生当小老师领读更好。

2. 在教学第一段之后，是否可以将最后一段对赵州桥的评价接着学习了，提出课堂主

问题：为什么人们对赵州桥有这样高的评价，顺理成章进入二三自然段的学习。

3. 在梳理课文内容的时候，可以让学生抓住每段的关键词和中心句来把握课文的主要

内容，这样也很好落实了语文要素。

4. 个人认为可以将第二自然段的学习放到第二课时进行更加合理。

5. 老课文如何不一样教，教出新意，我们永远在路上。

周老师的本堂课教学重点是体会赵州桥的雄伟和坚固，培养学生对我国历史文化的热

爱与保护，整堂课环环相扣，尤其是让学生做设计者给赵州桥做名片的形式学生一定会很

感兴趣。由受破坏的赵州桥图片引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很自然地激起学生的

共情，也达到了课题研究的目标。

在此，我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1.课堂一开始周老师出示了一首古诗导入本课，但我们面对的孩子是三年级，这首古

诗不知对学生来说会不会有些陌生且古诗里面有很多字学生应该都不认识，如果让他们读

的话会有困难度。

2.本节课学习了一二自然段，其中第二自然段是本节课重点教学内容，围绕赵州桥非

常雄伟进行描写，周老师的思路非常清晰，让学生通过各种形式的朗读来感受赵州桥的雄

伟壮观，但要体现它的雄伟壮观，光靠读是体现不出的，不妨可以引导学生想象图案的精

美，甚至可以让学生模仿模仿，也可以通过视频或图片的形式辅助，给学生更直观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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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老师的教学设计能落实本单元的语文要素，目标定位准，突出重难点，教学步骤清

晰。

个人认为有几点值得探讨的地方：1、在学习第二自然段时，一开始就让全班学生齐读，

要求过高，有些学生估计很难做到。如果教师出示有关问题，找个别学生读，其他同学带

着问题，认真听，效果可能会好些。2、三年级学生对“桥长 50 多米，9米多宽”这样一个

抽象的东西不一定能理解，教师可以用教室的长度来比照，老师可以告诉学生我们的教室

长度约 9米，从而学生容易理解，也让学生感受到赵州桥是多么的雄伟、壮观。3、渗透法

制教育这个环节，我觉得放在学生感受了赵州桥的雄伟、坚固和美观之后，这样更能激发

学生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热爱与保护，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

不妥之处，请周老师见谅。

对于渗透法制教育，在最近与领导和专家的研讨中有一点感悟，针对周老师的教学设

计，本人有如下个人建议，不成熟有不足请斧正：

1.导入的古诗太生僻，不能契合单元学习要素，不如用小视屏或小故事开头，引生入

胜，自然而然。

2.读音“爪”，不应该只教读音，还应该指导使用。出示“鹰爪”“猫爪”“凤

爪”“鸡爪”等词语，让学生读一读后说发现，教学生辨别之法为妥。

3.本单元教学重点是“了解一句话是怎么围绕一个意思写清楚的”，在引导学生研读

后是不是可以小练笔一次，实践胜于雄辩。

4.渗透法制教育，毕竟不是语文教学初衷，斧凿的痕迹不宜过重，能不能引入小故事，

激发学生的兴趣，找一个学生更容易接受的方法渗透或许效果会更好呢。

周老师用心良苦，教学设计很精细，值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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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州桥》是三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的课文，本单元的主题是：深厚的传统文化，中国

人的根。根据单元页的提示，我们可以知道本单元的学习要素一是了解深厚的传统文化，

二是抓住关键词语和句子，引导学生深入体会课文的内容和表达方法。周老师根据单元要

素设计教学，在学习历史文化遗产时，渗透法制教育，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模式；在教学赵

州桥的设计时，让学生找出关键词句进行发散，通过朗读感知文章表达上的特点。课后布

置学生查找相关资料，了解我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将学习由课内延伸到课外。整节课

设计的流程清晰。

针对这节课，我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1.教学目标的设计和教学内容的安排不太吻合。（如：抄写第 3 自然段，体会课文是

怎样把赵州桥的“美观”写清楚的。初步培养学生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这些目标

在本节课的设计中并没有落实。

2.小组讨论——受伤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这一教学环节安排在学生充分学习了解赵

州桥的雄伟、坚固、美观，感受到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之后，是不是更能激起学生对

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爱护意识。

3.结合单元要素，可以安排说的训练。让学生以导游的身份用给定的词语（如：世界

闻名、雄伟、创举、美观等)向游客介绍赵州桥，培养学生重组表达的能力。

各位老师：大家好！下面我对周老师《赵州桥》这篇课文的教学设计谈一点个人看法，

仅供参考，不妥之处，还请大家斧正，请周老师海涵！如果是我来设计，我想这几个方面

我会稍作改动：

1.设计的完整性

通过阅读，我们都清楚这是本文的第一课时教学内容，但是作为一篇公开性教学设计

的话，是否要有“学情分析”、“教学准备”、“课时安排”，更显完整。

2.导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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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人李渔曾经说过：“开卷之初，当以奇句夺目，使之一见而惊，不敢弃去。”

这就充分说明好的开头，在学习中的作用之大。周老师采用了清王基宏《安济桥》这首古

诗引出课题，很自然，但是我们所面对的是三年级的孩子，有时候视觉的冲击也许更能瞬

间激起他们的学习兴趣,为学习课文打开切入口。所以我要设计，我可能用介绍中国桥梁的

短视频或者相关的 PPT，引出课题，设计悬念，学生也许对这个有着 1400 多年历史的桥梁

更想去一探究竟。中国桥梁建设本来就是世界之最，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加强一下爱国

教育，增强民族自豪感，更是一箭双雕。

3.关于名片

在精读第一自然段的时候，周老师让大家为赵州桥设计一张名片，名片确实能简洁明

了地帮助大家了解赵州桥，但是对于三年级孩子，“名片是什么”、“怎么设计”“通常

设计哪些内容”……这应该需要一个认识的过程，所有短时间操作起来估计有点棘手，效

果很难达到老师的预期。建议最起码课堂让学生看看关于名片的 PPT，或者课前让学生对名

片知识有所了解，这样课堂操作起来才会游刃有余。

4.朗读的方式

周老师在赏析第二自然段的时候，主要通过读来感知课文，这也是我们语文教学最常

见的方法，但是第二自然段较长，对于三年级孩子，多次用齐读的方式，如果实际操作起

来，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也不能及时发现孩子朗读的情况，特别一开始就齐读更难有成

效，这样就失去了朗读功效，流于了形式，建议一开始可以教师范读或者录音范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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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蛙卖泥塘》教学设计

枞阳镇石岭小学 黄娟

一、教学目标

1.认识“卖、烂”等 15 个生字，读准多音字“喝”和前后鼻音生字“坑、挺、愣、泳”，

会写“蛙、卖”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能分角色表演故事

3.能说出青蛙为卖泥塘做了哪些事，最后为什么又不卖了？

4.结合课文展开想象，想一想小鸟、小兔、蝴蝶等说了些什么话。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能说出青蛙为卖泥塘做了哪些事，最后为什么又不卖了？

难点：结合课文展开想象，想一想小鸟、小兔、蝴蝶等说了些什么话。

三、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动物头饰、识字卡片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广告牌激趣导入

（1）同学们，老师刚才在门口看到了一块特别的牌子，你们注意到了吗？

（请生拿摆放在门口的“卖泥塘”的牌子）

（2）谁卖泥塘？

师板书课题，生跟随老师书写，指导书写“蛙”和“卖”

（3）比较“买”和“卖”，引导发现

（课件出示“卖”和“买”）

谁能说说这两个字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课件出示儿歌：有十它收钱，无十它付款，世人吃喝穿，都靠它来办）

（4）读了课题，你有什么疑问呢？

预设：青蛙为什么卖泥塘？这个泥塘是什么样子？它是怎么卖的？

二、师生共读故事，情境识字

1.思考：青蛙为什么要卖泥塘呢？

①（课件出示：青蛙住在烂泥塘里。他觉得这儿不怎么样，换一些钱，搬到城里住。）

②认读“烂泥塘”，“烂”的意思是“差，不好”。它觉得这个泥塘很不好，想把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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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卖掉

2.青蛙想了想，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

①（课件出示：于是青蛙在泥塘边竖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卖泥塘”三个字）

②认读“牌子”，生说说自己见过的牌子种类

3.青蛙就在这牌子旁大声吆喝

①（课件出示：吆喝）

②认读“吆喝”，讲解多音字“喝”

③卖泥塘为什么吆喝？

预设：只有吆喝，别人才能听得见，才会来买

（课件出示：卖泥塘喽，卖泥塘！）

④生读（加上动作、表情）

4.（课件出示：一头老牛走过来，看了看……周围有些草就更好了。

老牛不想买泥塘，走了。）

①认读“水坑坑”

②认读“挺舒服”，生说说什么时候感觉挺舒服

5.（课件出示：到了春天，泥塘周围长出了绿茵茵的小草）

①认读“绿茵茵”

②说说“绿茵茵”的意思

6.（课件出示：青蛙又站在牌子旁边，大声吆喝起来：卖泥塘喽，卖泥塘”）

①这次青蛙该怎么吆喝呢？

②生读

7.（课件出示：等泥塘灌足了水以后，青蛙又站在牌子下，大声吆喝起来：“卖泥塘

喽卖泥塘！”）

①青蛙的吆喝又有改变吗？

②“泥塘”可改为“水塘”

8.跟老牛和野鸭一样，好多小动物都被青蛙的吆喝声吸引过来......

9.听了小动物们的建议，青蛙做了很多事，利用识字卡片认识“采集、播撒、灌水、

栽树”等词语。

10.泥塘又有了新的变化，引导：这次你怎么替小青蛙吆喝呢？

预设：卖美丽的水塘、卖鸟语花香的水塘……

11.齐读青蛙最后的吆喝

（板书：多好的地方）

思考：这样的泥塘你喜欢吗？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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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美丽的环境

导入法制教育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三、感知课文内容

1.抓关键信息回答问题，加深对课文的印象

问题一：青蛙卖泥塘，谁来买呢？（板书“买”）

预设：老牛、野鸭、小鸟、蝴蝶、小兔、小猴、小狐狸

问题二：小动物们都说出了泥塘缺哪些东西？（板书“缺”）

预设：缺草、缺水、缺树、缺花、缺路、缺房子、……

问题三：小狐狸的回答是一串省略号，它可能会说缺什么？

预设：缺公园、缺体育馆、缺图书馆……

问题四：小动物们指出泥塘缺的东西不同，能否把这些缺的事物调换顺序？

预设：

师引导：创编童话时想象要合理

2.句子练习，用“于是”说说青蛙为了把泥塘卖出去做了哪些事？（板书“做”）

3.青蛙为了卖出泥塘，是一只多么聪明、能干、勤劳的青蛙啊，你们喜欢它吗？

导入法制教育点，《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4.梳理课文：

（课件出示：青蛙卖泥塘，有—、—来买泥塘，还有—、—、—、—、—等小动物来

买泥塘。）

四、品析课文（“老牛买泥塘”这一部分）

1.同桌互读 3-5 自然段，合作完成“我给句子排排队”学习单

2.课件出示 3、4、5段的内容

3.指导朗读：“喽”字拉长一点，后三个字读重点读快点

4.生读老牛的话，读出“舒服”的感觉，而且要读出前后意思的转折

5.生表演“老牛卖泥塘”的情节

五、板书设计

21 青蛙卖泥塘

买

缺

做

多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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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说课的题目是《青蛙卖泥塘》。

下面我将从说教材、说学情等几个方面阐明我的教学思路。

一、说教材

首先谈一谈对教材的理解。《青蛙卖泥塘》是部编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下册第 21 课的文

章，是一篇童话故事。为了把烂泥塘卖掉搬到城里去住，青蛙根据小动物们的问题，一次

又一次改造着烂泥塘，烂泥塘渐渐变成了有花有草、鸟飞蝶舞的好地方。最后，青蛙决定

留在这个“好地方”，不再卖泥塘了。

这个故事告诉学生要保护环境，美好的环境是我们勤劳的双手创造的。

二、说学情

合理的把握学情是上好一堂课的前提和基础，本课的授课对象是二年级学生，这个年

级的学生对世界充满了好奇，思维活跃，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在教学时，可以根据低年级

学生特点，以读代讲，激发学生读的愿望。适当运用多媒体教学，充分调动学生的听觉，

激发其想象，加强对语言的感悟。加强环境教育。

三、说教学目标

因此，基于教材和学情，结合新课标对该学段的具体要求，设计了以下三个维度的教

学目标：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学习本文生字新词。

2.通过小组合作探究等方式，能说出青蛙为卖泥塘做了哪些事，最后为什么又不卖泥

塘了。

3.理解美好的环境需要我们去保护、去创造。

四、说教学重难点

1.基于以上对教材、学情的分析和教学目标的设立我确定本课的重点：是通过师生共

讲故事、提问等方式，能说出青蛙为卖泥塘做了哪些事，最后为什么又不卖泥塘了。

2.难点是能说出青蛙为卖泥塘做了哪些事，最后为什么又不卖了。理解美好的环境需

要我们勤劳的双手去创造。

五、说教法学法

为了实现教学目标、突出重点、突破难点，遵循“以学定教、以人为本、以读代讲”

的基本思路。教学中我采用朗读法、谈话法、角色扮演法等方法。

那么接下来我将着重介绍我的教学过程，这也是我本次说课最为核心的环节。

六、说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首先是导入环节，在上课伊始我将采用卖泥塘的广告牌进行导入。同学们，老师

刚才在门口看到了一块特别的牌子，你们注意到了吗？请学生将写有“卖泥塘”三个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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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牌拿进来，自然地提问：卖泥塘？谁卖泥塘？从而进入文本的学习。

我之所以这样设计，是因为这样的导入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将学生快速的带

入到课堂中，为本节课的讲解铺设一个良好的感情基调。

（2）在进入文本之初，我安排了指导书写“蛙”和“卖”活动，并出示儿歌比较“卖”

和“买”的区别。

(二)师生共读课文环节

对于学生而言，语文教学应该培养他们喜欢阅读、敢于阅读、乐于阅读的习惯，整体

感知的教学环节可以实现这一目的。考虑到这篇课文篇幅较长，生字词比较多，我采用了

师生共读的方式，在师生共读的情境中学习本课的生字。

师生共读情境中，依次完成“烂、牌、茵”等十一个生字的学习，掌握“吆喝”的含

义以及“喝”的读音，完成教学中的第一个目标。

师生共读课文的尾声，渗透《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保护环境的法制理念，

引导学生要保护环境。完成教学中第四个目标。

师生共读课文让学生对课文概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为深入研读环节打下基础。

(三)深入感知课文内容

在学生对文章内容有所了解之后，我安排了第三个教学环节——深入感知课文内容。

阅读是深入地与文本对话，与作者对话，要想完成多重关系的对话，就需要我们对文本有

着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因此此环节我用谈话法的形式展开以下几个问题的思考和与讨论：

1.小青蛙太想卖掉泥塘了，我们一起来帮小青蛙吆喝吧!“卖泥塘喽，卖泥塘!”有没

有谁被我们的声音吸引来呢?同桌之间相互找找，看看都有谁来看了小青蛙的烂泥塘?板书

“买”

明确：老牛、野鸭、小鸟、蝴蝶、小兔、小猴、小狐狸……

2.你能找找，小动物们都说出了泥塘缺哪些东西?

明确：缺草、缺水、缺树、缺花、缺路、缺房子、……

3. 小狐狸的回答是一串省略号，它可能会说缺什么？

明确：缺公园、缺体育馆、缺图书馆……

4.小动物们指出泥塘缺的东西不同，能否把这些缺的事物调换顺序？

明确：不可以，想象合理。

5.句子练习

“于是”这个词”在课文中出现了 5次，让学生用“于是”说说青蛙为了把泥塘卖出

去做了哪些事，完成教学中第三个目标的学习。同时激发学生对勤劳能干的小青蛙的喜爱，

导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引导学生爱护小动物。

（四）品析课文

在这一环节中我选取了老牛买泥塘这一部分内容来品析。首先让学生完成给句子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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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单，加深对课文的印象。再利用课件出示文章内容，指导朗读青蛙和老牛的对话，

表演“老牛买泥塘”的情节。

(五)小结

小结：教师总结，青蛙用他勤劳的双手创造了一个美丽、舒适的环境，下堂课我们继

续来学习，看看这只小青蛙怎样根据别的小动物的建议，来创造这美丽舒适的环境的！

谢谢大家！

1.备课要站在学生的角度，要考虑学情和学生的理解能力与接受水平，不能只是想着

自己怎么在这一堂课中有出彩的表现，而是要去考虑怎么才能让学生沉浸到这一堂课里来。

2.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区分开第一课时与第二课时的教学目标与教学任务，不能为

了第一课时的内容丰富性，而过早的将第二课时才需完成的任务挪到第一课时中来。低年

级，第一课时还是应以读课文，理解生字词为主，其他的活动都应在充分地读之后再进行。

3.对于我们的课题“在阅读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不能只是在课堂上生硬地告诉学

生们各种法律条款，而是要提出一些高效的问题或是开展一些有趣的活动，让学生们自己

来发现其中的道理，然后教师再进行相关法律意识的渗透，才能真正让学生，尤其是低学

段的学生明白法制的意义。

4.低学段的教材中没有明确给出每一单元的单元主题，这时更要充分关注每一课的课

后习题和泡泡，寻找更为准确的切入点以解决每课的教学重难点。

5.问题的设置要高效，在整体感知文章时，一个问题的抛出要能引出对全文内容的把

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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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设计的完整度。黄娟老师的教学设计缺少教材分析、学情分析以及教学课时

的安排。《青蛙卖泥塘》这一课是一篇童话故事，我们要根据二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紧

紧抓住童话故事的特点，用读一读、演一演的方式去激发孩子们的兴趣，让他们体会到勤

劳的双手可以创造一切美好的事物。黄娟老师没有写清楚这篇课文分几个课时完成，在定

教学目标的时候，她要求会写“蛙、卖”这两个生字，但是这一课是要求会写八个生字，

所以我觉得定好课时目标很重要。

二、我觉得整个教学过程的内容有点过多。按常理来说，第一课时应注重指导写字，

初读课文，激发兴趣，感知故事内容。黄老师设计了师生共读这个环节，我觉得是很好的，

但是针对低年级的年龄特点，我觉得可以从范读、初读开始，先读一读、认一认，然后带

着问题去读或者进行师生共读。

三、在阅读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其实在平时的阅读教学中，这点我做的比较少，所

以值得我去深入思考。黄老师的教学设计中有两处渗透了法制教育，一是青蛙的泥塘变得

非常美的时候，导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二是认识到了青蛙的聪明、勤劳

后导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但是我觉得渗透环境保护法更为妥当，可

以让学生先体会泥塘的美好，然后谈一谈如何保护，最后再引出为了更好地保护我国的大

环境，国家制定了相关法律，一旦遭到破坏，可以用法律的手段去保护。

黄娟老师这篇《青蛙卖泥塘》的教学设计合理又巧妙，从设计环节可以看出，教师运

用多媒体课件抓住文中重点语句由浅入深，循循善诱地引导学生梳理课文内容，抓住重点，

突破难点，直到教学目标的达成，整堂课的设计很有梯度。教学方法也灵活多样而且富有

趣味性，例如“广告牌导入”、利用儿歌认识“买、卖”、“表演老牛卖池塘”等等这些

生动活泼的教学活动给课堂带来了生机和活力，这也是低年级孩子乐于接受的学习方式，

我想黄老师的这节课在实际教学时一定会更精彩。

在这里我提出个人的一点建议，在这篇教学设计的第二大环节“师生共读故事，情境

识字”中，刚开始最好采取某种方式让学生朗读起来（例如自由大声朗读），学生通过朗

读初步熟悉课文后再提问，调动孩子们的思维，让他们在刚才朗读的基础上主动去寻一寻

问题的答案，教师再出示重点语句梳理课文。我认为第一课时这样设计既符合低年段学生

的认知规律，又为他们创造了主人翁的学习氛围。而上课伊始没有学生自己的朗读，在学

生对课文内容不熟悉的情况下，黄老师就设置问题、出示句子梳理课文，学生会处于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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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的接受状态。

在“感知课文内容”的第一部分，我对教师设计的第 4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创编童

话合不合理，这个问题不适合让低年级学生来理解。对于低年段的孩子，童话可以是天马

行空式地想象，过多地限制并不利于他们想象力地发展。所以我认为这里第 4个问题的设

计可以去掉。

在“感知课文内容”的第 3 环节，青蛙的聪明、勤劳、能干，学生都能感受到了，教

师还可以补充介绍“青蛙能捕捉稻田里的害虫，是农民伯伯的好帮手”等这些小知识点，

这样能增强孩子们对青蛙的喜爱之情，也能为他们以后在生活中能自觉保护青蛙做好知识

的铺垫以及情感的熏陶。

黄老师在做这份教学设计时的确是诚意满满，内容特别充实，七页纸，囊括了字词的

教学、整体课文感知、朗读技巧的指导、句子的练习、关键语句的分析、法制教育主题的

渗透……可谓面面俱到。我的担心就是这么多精彩的内容，40 分钟能不能从容地展示出来，

可不可以做一些取舍，这样老师和学生在课堂上不至于太赶。

其次，在课文导入部分，如果是我，我会用商贩叫卖的视频进行导入，一方面比拿牌

子更生动更自然一些，另一方面也给后面同学们读青蛙叫卖的句子打了个样，利于学生的

模仿和迁移。

《青蛙卖泥塘》是一篇童话故事，黄老师根据童话故事的特点设计整个教学，和学生

一起共读故事，认识生字词语，品析第一次卖泥塘，同时渗透了法制教育，整个教学板块

清晰。印象比较深的是老师在导入部分利用编儿歌的方式学习区分“买”和“卖”，同时

加上动作表情理解“吆喝”这个词，当然这个词还可以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去理解。还有

“水坑坑”、“绿茵茵”等，利用了多种方式学习理解词语。可见黄老师在二年级仍然没

有放松对学生基础知识的夯实。

几点思考：

1. 本课的插图非常的精美，导入和讲故事的时候都可以利用插图进行提示。导入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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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就可以让学生观察插图，学生通过插图就可以直接看到故事的主人翁，猜测故事的内容。

结局的插图也很漂亮，可以帮助学生理解青蛙最后为什么不卖泥塘了，培养想象能力，为

后面创编童话奠定基础。

2. 针对为什么卖，我觉得黄老师抓的很准，这个“烂”字是关键，但不能就理解坏、

不好，可以更深入的引导学生去想象，这个泥塘是什么样子，让学生去想象，培养学生的

想象能力。

3. 在梳理课文内容之后，可以选择一个青蛙卖泥塘的段落进行复述，提示学生复述故

事的方法。

4. 本课故事是想告诉大家美好生活需要大家动手去创造。设计了两处渗透法制教育，

渗透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是否合适？

5.作为第一课时教学，初读课文的过程中，教师要适时提出或引导学生提出问题，比如

围绕“卖”和“买”提问：谁卖？为什么卖？都有谁买？这些问题实际上可以通过学生自

己读书可以解决的，对于学生自己能解决的问题尽量让学生自己去完成。

1.本节课黄娟老师教学过程分为导入、整体阅读、深入阅读、品析老牛与青蛙 对话，

但内容设置太多，作为低年级对的学生消化不了那么多。

2.法制教育的渗透两个也多了，只用渗透一个就可以，在本节课的最后自然点到。

3.运用插图，引导学生展开想象，在低年级教学中，以图学文，也有助于拓宽儿童想

象。

4.作为低年级教学，趣味性不强。

5.运用沉浸式教学，让学生角色扮演，老师自己讲故事，会更激发学生兴趣。

《青蛙卖泥塘》是部编版二年级下册的一篇童话故事，故事情节生动、有趣。黄老师

的教学设计围绕着“阅读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这个主题去展开的，适时对学生渗透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教育。

我认为黄老师的教学设计有两个方面做得比较好：1.抓住了低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

重视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表现在开头以广告牌导入，学生既认识了牌子，又认识“卖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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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这几个字；比较“买”和“卖”时，运用儿歌帮助学生识记和区分这两个字；读完课

题后，引导学生大胆去质疑，青蛙为什么卖泥塘？这个泥塘是什么样子？它是怎么卖

的？……从而使学生想急切地去阅读课文；让学生加上表情、动作来吆喝“卖泥塘喽，卖

泥塘！”；让学生表演“老牛买泥塘”的情节等等，都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兴趣。2.黄老

师采用了创设情境，随文识字。小学低年级的识字量非常大，创设情境，随文识字，学生

不感到枯燥无味，既有助于生字的学习与巩固，还有助于学生对课文的理解，相信效果也

很好。

针对黄老师的这份教学设计，我认为有一点值得探讨的：黄老师在渗透《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的教育时，师将地球的美景图片和地球遭到破坏的图片对比，其实我们

课本中有两幅现成的对比图片，一幅是“烂泥塘”的图片，一幅是风景如画泥塘图片。如

果教师在教学中抓住这两幅图片，会有助于学生理解“烂泥塘”、“水坑坑”、“绿茵茵”

等词语的意思，同时根据这两幅图片去引导学生质疑和想象，可以加深学生对故事内容的

理解，渗透法制教育也就水到渠成了。

今天的线上视频研讨会整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大家都对黄老师的教学设计提出了中

肯的意见。在这过程当中，我也收获了许多：1.教学设计的目标如何制定才合理完整，怎

样在课堂上一一落实。2.法制教育的渗透到底要到什么程度，用什么方法更为巧妙。3.教

学设计要充分考虑学情，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4.如何利用好课后习题和课文插图去帮助

教学。5.课堂教学环节的安排怎样才能最优化。6.导入环节怎样最合理，而且还能贯穿整

个教学过程等等。

每一次交流都有新的收获，都能从同仁们身上汲取到营养。对照自己的平时的教学设

计，我有所反思：自己在设计时考虑的因素太少，仅仅为了完成基本的目标，没有很好的

站在学生的角度去设计每一个教学环节，采用最好的教学方法。这些在今后的教学中要不

断改变、改进。

1.本课中识字量较大，黄老师采用多样化的识字方法，调动学生识字兴趣 ，随文识字

的教学模式也低年级识字教学所倡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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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篇课文讲述的是一个改变环境的故事，在教学中，黄老师切入了两个法制教育的

渗透点，所涉及的法律法规在教学中可举出具体条款，结合条款辅以一些实例进行教育引

导，效果会更好。另外在教学目标的设定中要体现法制教育目标。

3.导入环节之后，直接进行了共读故事，情境识字。此时学生对故事还不熟悉，随文

识字时，又容易打断学生的思路，所以建议先范读故事或播放故事动画，让学生对故事有

了初步的了解后，再进行共读是否更合适些。

4.第一课时教学内容的安排，建议放在初读课文，识字写字，指导朗读上。在共读故

事之后，可顺势进行必要的朗读指导，将课文读通读顺后，再进行分角色朗读或表演读。

有了充分的朗读基础后，在第二课时进行感知和品析课文，学生学起来会更轻松。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不仅能让学生在阅读课文时带着一颗文学之心，同时还能揣有一

颗法制之心，这应该是语文教学追求的一个高度，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呢？黄老师的教学设

计让我们初探端倪：

一、赏析精彩语句，渗透法制教育。文章中精彩的语句是文章主题的缩影，找准它并

进行探讨，学生的思想教育便可落到实处。

二、在赏析语句之后，品味人物形象的基础上，凸显青蛙的聪明、勤劳等特点进而渗

透法制教育。

这两处做的很好，同时也让我思考：

1. 在阅读教学中，既不能把语文课上成法制课，也不能漠视语文教材中蕴含的法制教

育因素，教师应以语文学科教学目标为基础，将法制常识有机地融入主课堂的教学内容中，

实现课程固有的教学目标，同时增强学生的法制意识，使语文教学与法制教育两者处在一

个相融的统一体中。

2. 语文阅读教学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朗读的重要性，教师要深挖文本，设计有意义的

语言实践点。

3.要想在阅读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教师首先要对法制知识有一定的了解，确保其准

确性。同时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尽量找准渗透点，把握好渗透时机，掌握渗透度，只有做

到因材施教，寓情于教，适时、适度，点点滴滴加以渗透，才能有机地熔知识学习、能力

培养、智力发展和情感陶冶于一炉，才能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实施法制教育的主渠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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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览整篇教学设计，提几点建议：

1. 语文要素要落实。

2. 分课时的目标要不要？可以说一说第一课时的教学内容。

3. “渗透”法制教育而不能单纯地理解成讲解法律条文。

4.整篇设计内容显得太零碎，要控制容量。

一、如何有效渗透法制教育

本篇教学设计中法律法规的痕迹如同贴标签，与本篇课文的文体特点、人文主题有出

入。如何从教什么中挖掘“法制教育”，将立德树人与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有机整合。可否

从人物间的对话去挖掘“劳动、诚信、尊重”等育人因子。比如以“牌子”为切入点，先

认识“牌子”，了解青蛙插牌子的目的；接着通过牌子的内容“卖泥塘”，了解青蛙的真

实想法，说明青蛙的想法与泥塘的现状是一致的；再到青蛙接受老牛、野鸭的建议，泥塘

的环境有了明显改变后，“牌子”的内容仍然没有变化，可见青蛙真诚可信的一面；最后

课文结束时教师可以安排作业，为青蛙设计旅游景点标牌。借“牌子”将变化后的泥塘内

容进行内化，在转换成合适的标牌内容。借此告诉学生现实的环境与表达是一致的，这其

实是青蛙最可爱的地方之一。

二、如何高效完成课后习题中的学习任务

第一题，朗读课文。分角色演一演这个故事。分角色朗读是让培养二年级的学生在正

确流利朗读课文的层面上进一步提出要求，要求学生关注课文人物的内心情感，培养正确

流利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第二题，说一说青蛙为卖泥塘做了哪些事，最后为什么又不买泥塘了。1.这题主要是检

测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指导学生抓住故事重点内容的。2.语言的构建运用体现在人物间

的对话上。老牛、野鸭礼貌说出自己看法，先说优点，再提建议。学习泡泡中鼓励学生选

择一种动物说出自己的看法，这是低段童话中重复的写作方法，让学生在重复中加深记忆，

既运用掌握本课提建议的方法，同时又获得阅读的快感。3.青蛙做了很多事，重点写了两件

事，种草和引水。抓住青蛙做这两件事时的动作词语，感受人物形象，引导学生体会青蛙

执着真诚的态度。4.找到青蛙不卖泥塘的原因，就是揭示了本课童话故事的人文主题，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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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取了大家的建议，用劳动创造了自己所希望的美好生活环境。

选做题，从青蛙最后的吆喝中总结出吆喝的方法，向同学们推荐一样东西。

思考：1.现在的泥塘更像是什么？

2.青蛙的泥塘已经变成了旅游景点。围绕“牌子”，为景点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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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编教材语文学科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必须将语文教学内容与法制有

机地结合起来。既不能把语文教学上成法制课，也不能漠视教学内容中蕴涵的

法制教育因素。要根据学科的特点和凭借学科教材，在教学中恰当地把握尺寸，

潜移默化地进行渗透。


